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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包

括水槽，所述水槽内设置有传送带，所述传送带

上均布有若干通孔，所述传送带包括水平部与倾

斜部，所述水平部置于水槽中，所述倾斜部的一

端位于水槽中，另一端斜向上延伸出水槽外，所

述水槽的底部设有若干通气管道，所述通气管道

上均布有若干通气孔，所述通气直管的一端连接

有气泵；所述水槽上设有用于拦截漂浮物的筛

板，所述筛板上均布有筛孔，所述筛板沿传送带

的宽度方向延伸，所述筛板的一端伸入水槽内的

液体中。本实用新型可对水面上的漂浮物进行处

理，从而提高食用菌的清洗质量。

权利要求书1页  说明书4页  附图6页

CN 212382064 U

2021.01.22

CN
 2
12
38
20
64
 U



1.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包括水槽（1），所述水槽（1）内设置有传送带（2），所述传送带

（2）上均布有若干通孔，所述传送带（2）包括水平部（3）与倾斜部（4），所述水平部（3）置于水

槽（1）中，所述倾斜部（4）的一端位于水槽（1）中，另一端斜向上延伸出水槽（1）外，其特征在

于：所述水槽（1）的底部设有若干通气管道（5），所述通气管道（5）上均布有若干通气孔（6），

所述通气管道（5）的一端连接有气泵（8）；所述水槽（1）上设有用于拦截漂浮物的筛板（9），

所述筛板（9）上均布有筛孔，所述筛板（9）沿传送带（2）的宽度方向延伸，所述筛板（9）的一

端伸入水槽（1）内的液体中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筛板（9）包括横板

（11）以及竖板（10），所述横板（11）与竖板（10）的两端均抵触于水槽（1）的两侧壁，所述横板

（11）完全没入水槽（1）的液体中，所述横板（11）朝向背离倾斜部（4）的一侧延伸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竖板（10）上可拆卸连

接有过滤框（12），所述过滤框（12）背离竖板（10）的一侧设有供漂浮物进入过滤框（12）内的

开口（14）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过滤框（12）靠近竖板

（10）的一侧设有卡条（15），所述卡条（15）沿过滤框（12）的高度方向延伸，所述竖板（10）靠

近横板（11）的一侧开设有供卡条（15）卡接的卡槽（16）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卡条（15）与卡槽（16）

的横截面均呈燕尾状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过滤框（12）的开口

（14）处铰接有用于闭合开口（14）过滤板（13），所述过滤板（13）铰接于开口（14）远离横板

（11）的一端。

7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水槽（1）一侧的上端

面转动连接有丝杠（17），所述丝杠（17）沿所述水平部（3）的长度方向延伸，所述丝杠（17）的

端部与水槽（1）之间设有供丝杠（17）转动的轴承座（18），所述水槽（1）的上端面设有驱动丝

杠（17）转动的驱动电机（20），所述竖板（10）的一侧设有滑块（19），所述滑块（19）与所述丝

杠（17）螺纹连接，所述滑块（19）的一侧抵触于水槽（1）的上端面，所述竖板（10）远离滑块

（19）的一侧设有滚轮（22），所述水槽（1）远离丝杠（17）一侧的上端面开设有供滚轮（22）滑

动的滑槽（23），所述滑槽（23）沿水平部（3）的长度方向延伸。

8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卡条（15）与过滤框

（12）为一体成型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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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食用菌清洗设备，尤其是涉及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食用菌是指子实硕大、可供实用的的大型真菌，中国已知的食用菌有350多种，其

中多属担子菌亚门，常见的有:香菇、草菇、蘑菇、木耳、银耳、喉头、红菇和牛肝菌等。

[0003] 现有技术中公告号为CN206498917U的中国专利文件供开了一种蘑菇清洗装置，包

括传送带、横轴、清洗刷、收纳孔、清洗池、电机A、毛刷、链条、引水槽、充气管、电机B、电机C、

滤网、集水槽，该装置的承载装置为机架,机架末端安装有引水槽，引水槽连接水源,引水槽

的槽底部设有充气管，充气管连接电源和开关，充气管的喷口朝向清洗池侧。

[0004]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：由于现有的食用菌主要通过人工种植的方

式进行培养，而人工种植的食用菌主要以木屑、稻杆、牛粪等作为生产基质和营养物质，所

以在食用菌的根蒂处会粘黏种植土、木屑、秸秆、麸皮种植培养基，除了部分在清洗过程中

沉淀，还会有一部分漂浮在水面上，当传送带带动食用菌从水中移出的过程中，水面上的漂

浮物会粘连在清洗完成的食用菌表面上，从而影响食用菌清洗的质量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5]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，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其可对水

面上的漂浮物进行处理，从而提高食用菌的清洗质量。

[0006]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：一种食用菌清

洗装置，包括水槽，所述水槽内设置有传送带，所述传送带上均布有若干通孔，所述传送带

包括水平部与倾斜部，所述水平部置于水槽中，所述倾斜部的一端位于水槽中，另一端斜向

上延伸出水槽外，所述水槽的底部设有若干通气管道，所述通气管道上均布有若干通气孔，

所述通气管道的一端连接有气泵；所述水槽上设有用于拦截漂浮物的筛板，所述筛板上均

布有筛孔，所述筛板沿传送带的宽度方向延伸，所述筛板的一端伸入水槽内的液体中。

[0007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将筛板的一部分伸入水槽的液面中，当食用菌清洗结束

后，食用菌从倾斜部传出水面时，漂浮在水面的杂物被截流在筛板背离倾斜部的一侧，从而

减少漂浮物在食用菌传出液面时粘附于食用菌上，进而提高食用菌的清洗效果。

[0008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筛板包括横板以及竖板，所

述横板与竖板的两端均抵触于水槽的两侧壁，所述横板完全没入水槽的液体中，所述横板

朝向背离倾斜部的一侧延伸。

[0009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通过设置的竖板与横板，当漂浮物被阻挡在竖板远离倾

斜部一侧时，横板有效的阻止漂浮物从竖板的底部移动至竖板的另一侧，从而提高漂浮物

的截流效果。

[0010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竖板上可拆卸连接有过滤

框，所述过滤框背离竖板的一侧设有供漂浮物进入过滤框内的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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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11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通过设置的过滤框，漂浮物可通过开口进入过滤框内进

行集中收集，从而方便了漂浮物的处理。

[0012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过滤框靠近竖板的一侧设有

卡条，所述卡条沿过滤框的高度方向延伸，所述竖板靠近横板的一侧开设有供卡条卡接的

卡槽。

[0013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通过卡条与卡槽的配合，从而实现过滤框与筛板的可拆

卸连接。

[0014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卡条与卡槽的横截面均呈燕

尾状。

[0015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由于卡条与卡槽的横截面均呈燕尾状，可提高卡条与卡

槽连接时的稳定性。

[0016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过滤框的开口处铰接有用于

闭合开口过滤板，所述过滤板铰接于开口远离横板的一端。

[0017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通过铰接设置的过滤板，当过滤框收集至一定数量的漂

浮物时，可将过滤板闭合开口，使得过滤框从筛板上取下时，漂浮物不容易从开口掉落。

[0018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水槽一侧的上端面转动连接

有丝杠，所述丝杠沿所述水平部的长度方向延伸，所述丝杠的端部与水槽之间设有供丝杠

转动的轴承座，所述水槽的上端面设有驱动丝杠转动的驱动电机，所述竖板的一侧设有滑

块，所述滑块与所述丝杠螺纹连接，所述滑块的一侧抵触于水槽的上端面，所述竖板远离滑

块的一侧设有滚轮，所述水槽远离丝杠一侧的上端面开设有供滚轮滑动的滑槽，所述滑槽

沿水平部的长度方向延伸。

[0019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当食用菌清理结束后，可通过丝杠驱动筛板在液面上移

动，从而将液面上的漂浮物进行清理，减少液面上残留的漂浮物。

[0020]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：所述卡条与过滤框为一体成型结

构。

[0021]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，由于卡条与过滤框为一体成型结构，可提高生产效率，降

低加工成本。

[0022] 综上所述，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效果：

[0023] 1.通过筛板以及安装在筛板上的过滤框，可有效的对液面上的漂浮物进行阻隔以

及收集，从而提高食用菌的清洗效果；

[0024] 2.  当食用菌清理结束后，可通过丝杠驱动筛板在液面上移动，从而将液面上的漂

浮物进行清理，减少液面上残留的漂浮物。

附图说明

[0025]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  ；

[0026] 图2是本实施例的凸显通气管道的结构示意图；

[0027] 图3是本实施例的凸显过滤框的局部爆炸示意图；

[0028] 图4是本实施例的图3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；

[0029] 图5是本实施例的凸显丝杠的结构示意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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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30] 图6是本实施例的图5中的B处的放大示意图。

[0031] 附图标记：1、水槽；2、传送带；3、水平部；4、倾斜部；5、通气管道；6、通气孔；7、总

管；8、气泵；9、筛板；10、竖板；11、横板；12、过滤框；13、过滤板；14、开口；15、卡条；16、卡槽；

17、丝杠；18、轴承座；19、滑块；20、驱动电机；21、凸块；22、滚轮；23、滑槽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32]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。

[0033] 参照图1，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食用菌清洗装置，包括水槽1，水槽1内设置有

传送带2，传送带2上均布有若干通孔，传送带2包括水平部3以及倾斜部4，水平部3置于水槽

1中，且完全淹没于水槽1的液体中，倾斜部4的一端位于水槽1中，另一端斜向上延伸出水槽

1外。清洗食用菌时，将食用菌放置于水平部3上，经过水槽1清洗后，食用菌从倾斜部4输送

出来，并进行收集。

[0034] 参照图1、2，水槽1的底部设有若干通气管道5，通气管道5上均布有若干通气孔6，

多个通气管道5的一端连接有总管7，总管7的一端与气泵8连接。通过气泵8对通气管道5通

气，高压气体从通气管道5的通气孔6喷出，从而对水槽1内的液体充气，使得食用菌在水槽1

的液体中翻滚，从而达到清洗食用菌的目的。

[0035] 参照图3、4，水槽1上设有用于拦截漂浮物的筛板9，筛板9上均布有筛孔，筛板9的

两侧分别抵触于水槽1的两长侧壁。筛板9包括横板11以及竖板10，横板11朝向远离倾斜部4

的一侧，且横板11完全淹没于水槽1的液体中。当食用菌清洗过程中产生漂浮物时，漂浮物

会被筛板9所阻隔，从而食用菌在移出水面时，水面上的漂浮物不容易粘附在食用菌上，提

高食用菌的清洗效果。

[0036] 参照图3、4，筛板9上安装有过滤框12，过滤框12整体呈长方体结构，过滤框12的底

部抵靠于横板11上，背侧抵靠于竖板10上。过滤框12远离竖板10的一侧设有供漂浮物进入

的开口14，过滤框12的开口14部分淹没于水槽1的液体中。

[0037] 参照图3、6，过滤框12位于开口14的位置处铰接有过滤板13，过滤板13可闭合开口

14。过滤板13的上端通过销轴与过滤框12的上端面形成铰接，使用时，可将过滤板13翻转至

过滤框12的上端面，使得水面的漂浮物可从开口14进入过滤框12内。

[0038] 参照图3、4，过滤框12的靠近竖板10的一侧一体成型有卡条15，卡条15沿过滤框12

的高度方向延伸，竖板10靠近过滤框12的一侧开设有供卡条15卡接的卡槽16。优选的，卡条

15与卡槽16的数量均设置有两组，且卡槽16与卡条15的横截面均为燕尾状。通过卡条15与

卡槽16的配合，可形成过滤框12与筛板9之间的可拆卸连接。

[0039] 参照图3、5，水槽1一侧的上端面转动连接有丝杠17，进一步的，丝杠17的两端分别

通过轴承座18转动连接于水槽1一侧的上端面。竖板10的一侧设有滑块19，滑块19螺纹连接

于丝杠17上，且滑块19的底面抵触与水槽1侧壁的上端面。水槽1侧壁的上端面还设有驱动

电机20，驱动电机20的输出轴与丝杠17的一端固定连接，驱动电机20可带动丝杠17正反转，

从而使滑块19带动筛板9沿传送带2方向移动。

[0040] 参照图5、6，竖板10远离滑块19的一侧凸起有凸块21，凸块21靠近横板11的一侧转

动连接有滚轮22，水槽1远离丝杠17一侧的上端面开设有供滚轮22滑动的滑槽23，滑槽23沿

水平部3的长度方向延伸。当丝杠17带动筛板9移动时，滚轮22可沿着滑槽23方向移动，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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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筛板9与水槽1之间的摩擦力。

[0041]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：

[0042] 食用菌进行清洗时，将筛板9移动至靠近水平部3与倾斜部4衔接处，并打开过滤框

12的开口14，水面上产生的漂浮物会通过过滤框12的开口14进入过滤框12内进行收集，从

而减少食用菌从倾斜部4处传出水面时，漂浮物粘附于食用菌上的数量，从而提高了清洗效

果。

[0043]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，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

型的保护范围，故：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、形状、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，均应涵盖于本实用

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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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

说　明　书　附　图 1/6 页

7

CN 212382064 U

7



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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